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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毅 李红

2月 8日中午 12点，河南省胸科
医院小儿心血管外科病区，一位名叫
娜米（化名）的哈萨克族小女孩，正在
护士的陪伴下看绘本。一周前，小娜
米在该院成功接受了小儿先心病手
术。

今年一岁半的娜米来自新疆哈
密，出生时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室缺”。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一直
没能接受手术治疗。这次她能来到
河南得到免费手术治疗的机会，得益
于“豫新缘红十字爱心行动”的救助。

2014年 7月，豫哈两地携手开展

“豫新缘红十字爱心行动”爱佑童心
项目救助活动，由河南省红十字会联
合省胸科医院，对哈密地区0至14周
岁贫困先心病患儿实施免费救治。
截至目前，已有30多名患儿在河南重
获“心”生。

“真的很感谢河南的医护人员，
让我孩子终于能和健康的孩子一样
了。”娜米的妈妈激动地对记者说，下
周娜米就可以出院了，这个春节，他
们就可以带着健康的娜米回到家乡
和亲人们团圆。

娜米的妈妈说，去年哈密的下乡
工作组驻户调研，娜米的病情很快被
上报。“当时听说河南的专家看过了孩
子的片子，认为可以手术，我们真是满

怀期待。但来时的路上又很担心到河
南人生地不熟，没想到这里的一切都
安顿得很好。”她说，他们是今年1月
31日下午来到郑州的，刚一下火车，就
由工作人员一路送到了省胸科医院，
病房已提前整理好床铺并为孩子准备
了玩具。更令她感动的是，护士每天
都会抽时间来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
玩。考虑到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医
院还为陪同家属安排了休息区，并为
他们设置了清真餐。

“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生率、致残
率较高的先天畸形，但只要建立在

‘早诊断、早治疗’的基础之上，大多
数的小儿先心病可通过手术完全治
愈。”作为“豫新缘红十字爱心行动”

的参与者，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
深有感触。为了帮助更多的先心病
患儿得到及时救治，他曾两次带领专
家团队奔赴哈密筛查疑难重症的先
心病患儿。

多方参与，惠民帮扶政策架起
“爱心桥”，解决了患儿家庭的实际困
难，更为患有先心病的孩子换来了一
辈子的健康。据了解，自 2003年以
来，省胸科医院已累计救助0—18周
岁先心病患儿 5800多例，获得 6200
多万元的救助款，符合条件的被救助
患儿“零费用”出院比例超90%，医院
荣获多家基金会针对定点医院在手
术安全和救助质量等方面综合考评
第一名。③4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穆文涛）2月 6日，“太阳之鹰”自转旋
翼机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
号合格证，标志着该款机型正式取得
市场“通行证”，成为我国一款新型航
空器，打破了自转旋翼机一直全部依
赖进口的历史，填补了国内空白。

“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是河南三
和航空工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
首款自转旋翼机，长 5.08米，宽 1.82

米，高2.65米，最大航程600公里。其
特点是旋翼本身无动力驱动，而是靠
独立于旋翼系统的发动机驱动螺旋桨
产生向前推进力，使旋翼在空气作用
下产生自旋，进而产生升力。

据介绍，“太阳之鹰”自转旋翼机
顶部加装有整机降落伞，安全性高、
机动性强，可应用于农林植保、森林
消防、警务巡逻、反恐侦查、野外搜
救、航空旅游等领域。③3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温
豫敏 王风娇）2月 9日，记者从鹤壁
市农业局获悉，截至今年 1月底，该
市在全省已率先实现信息进村入户
全覆盖，累计建成运行 794家“益农
信息社”。

去年以来，按照中央 1 号文件
“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开展
整省推进示范”的要求，农业部在包
括我省在内的10个省份开展信息进
村入户工程整省推进示范。

“我们将试点工作列入‘年度十
大民生工程’重点推进，通过提供农
业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服

务等，将农业信息资源服务延伸到乡
村和农户，提高了农民的现代信息技
术应用水平，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
产前、产中、产后遇到的问题。”鹤壁
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鹤壁市已实现12316信息
服务平台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区域
服务站的全面对接，为农民提供农业
信息21万余条；开展便民服务，为农
民提供充值、代缴、代办、代取等服
务，金额累计逾 1亿元；探索电商服
务模式，依托“新农邦”电商平台为农
民代购农资及生活用品，累计交易额
达3亿元。③3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实习生 司梦

2月 8日是农历小年，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模、郑州市公安局商城路
分局政委陈艳芳像往年一样，和帮扶
团成员一起为辖区困难群众送年
货。每年的这天，她都会自发组织给
困难群众送温暖，这已经是第 20个
年头了。

20年来，陈艳芳先后将自己获得
各种荣誉的奖金拿出来，率领“艳芳帮
扶团”的社会爱心人士，帮扶困难群
众、奖励治安积极分子4000多人次，
被群众亲切地赞誉为“警察闺女”。

当天上午，在郑州文庙门前广场
上，悬挂着许多红灯笼，格外喜庆。

“今天是农历小年，我衷心祝愿辖区
的父老乡亲们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2018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营造一

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群众的
平安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在活动
现场，陈艳芳向辖区群众通报工作，
人们多次热烈鼓掌。

作为“艳芳帮扶团”成员，省曲艺
家协会主席范军、国家一级演员孟祥
礼、曲剧名旦耿梅以及多位社会爱心
人士也来到现场传递爱心。商城路
分局民警刘培福是一名警营书法家，
现场挥毫泼墨给群众书写春联。“天
增 岁 月 人 增 寿 ，春 满 乾 坤 福 满
门”……一行行笔力雄健、清爽洒脱
的新春祝福，带着清新的墨香，映衬
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当天，“艳芳帮扶团”带来了饺子
粉 200 袋、大米 200 袋、食用油 200
桶、200公斤大肉、8000元过节费，给
辖区困难群众、困难党员以及辖区治
安积极分子送上过年礼物。③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春节假期临近，新郑国际机场的
出境旅客明显增多。为了让市民有
更好的出游体验，郑州海关推出“通
关贴士”，方便旅客快速通关。

不少旅客为了游玩方便，会随
身携带大量现金，海关规定：进出境
时携带人民币现钞超过2万元，或外
币现钞折合超过 5000美元，应主动
向海关申报；携带超出限额的外币
现钞出境的，应当同时向海关提交
银行或外汇局相关部门出具的《携
带证》。

旅客需携带出境的超出人民币
5000元的物品，例如贵重的单反相
机、笔记本电脑、手表等，如果还需复
带进境，出境时需要申报。

另外，旅客在境外获取的总值超
过人民币 5000元的自用物品，在入
境时要向海关进行申报。

近年来，携带象牙、沉香木等濒
危动植物进境的事情时有发生，海关
提醒：各类濒危动植物均属于禁止进
出境物品，超过一定价值、数量还将
构成走私。

对于烟酒和黄金制品，也有专门
的规定。每位成年人可免税携带酒
精饮料1500毫升、香烟400只、雪茄
100支、烟丝500克入境。黄金制品
的进出境携带限定是50克。

出去游玩免不了“买买买”，了解
国家对旅客携带物品入境的数量和
免税额度很有必要。

居民旅客（短期多次往返旅客除
外）在境外获取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
5000元的物品，海关予以免税放行
（国家规定的不予免税的 20种商品
除外）；超过 5000元时，物品可分割
的，对超出部分进行征税，对不可分
割的单件物品，例如手表、提包等，要
全额征税。③4

河南造自转旋翼机填补国内空白

架起先心病患儿的“爱心桥”

“警察闺女”坚持20年送温暖

春节长假出境游客增多

郑州海关奉上“通关贴士”

794家“益农信息社”全部建成并运行

鹤壁率先实现信息进村入户全覆盖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这位大姐，刚才红灯时您能按
时等候，这是对您的奖励。”2月8日
上午，沈丘县街头，面对遵守交通法
规的市民王女士，交警刘涛为她送
上一副红红的春联。

沈丘是河南东南部的大门，紧邻
安徽地界。这几天，随着春节临近，
外出返乡人员增多，县城人流量、车
流量增加不少，通行压力骤增。

前几天，受湖南交警“卖萌”指
挥交通的启发，沈丘县交警大队城
市中队长刘涛寻思着为出行群众做
些什么。春节就要到了，刘涛盘算
着自己掏钱购买一批春联，送给那
些遵守交通法规的群众，以此提升
大家文明出行的意识。这一想法得

到了同事们的响应，大家一起凑钱
购买了400多副春联。

当天上午 9时许，在沈丘县繁
忙的富都大道与吉祥路交叉口，随
着红灯亮起，除了个别电动车比较
任性外，大部分行人都能遵守交通
法规。市民王女士按照绿灯通行
后，被交警叫住了。当得知要给自
己奖励一副春联时，她不好意思地
笑了起来，“谢谢交警的良苦用心，
今后我更得遵守交通法规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交警们在
各个路口送出了 200多副春联，领
到“奖品”的群众都对这意外的奖
励感到满意，“文明出行，人人有责，
给我们可爱的交警点个赞。”现场，
一些群众主动去帮助交警劝阻行
人，制止电动车闯红灯，刘涛和同事
们深感欣慰。③7

春联“奖品”促进文明交通

2月10日，在郑州东站候车厅，8名河南大学国际汉语专业的留学生身穿
志愿者红马甲，用熟练的普通话帮助旅客购票、取票，助力春运出行。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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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郑州和
勤公益社等爱心团体走
进新密苟堂镇，为当地
50名贫困学生送去健康
包裹和新冬装。⑨3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爱心团体
献爱心


